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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間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桃園縣中壢市高鐵北路一段2號(高鐵桃園站運務管理中心)
列 席：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楊美雪會計師

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 蓋華英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梁 志律師

交通部派員指導：高速鐵路工程局 許俊逸副局長、徐榮崇科長、丘惠嬌科長、
陳文美 小姐、雷麗 小姐、張昌琳顧問

主 席：殷董事長琪 紀 錄：陳財得

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普通股出席股數為3,741,722,454股，佔本
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74.83%，主席依法宣布開會。(另特別股出席股數
為1,484,361,440股)

壹、報告事項
本公司公司治理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業經簽證會計師查核竣事，並於九十五年四月十

四日出具查核報告在案(請參閱附件三)，連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提經
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並經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畢(請參
閱附件四)，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盈虧撥補承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茲據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擬具九十四年度盈虧撥補承認案，並

經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決議並提請監察人審查完竣。
二、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稅後虧損為新台幣（以下同）二、○七五、四四七、四
八五元，特別股折價及發行成本一、○一六、六八○、○○○元，加上期
初待彌補虧損六、六二九、九五八、九八三元，合計本年度待彌補虧損為
九、七二二、○八六、四六八元。

三、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及經濟部經商字第09100514570號許可
函，得於開始營業前分派股息。經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條、第七條之一
及第七條之二規定，就本公司所發行甲種及乙種特別股之面額以股息年利
率5%，以及丙種特別股之發行價格以股息年利率9.5%，分按九十四年度實
際發行日數計算，本公司擬分派之九十四年度甲種、乙種及丙種特別股之
建設股息合計新台幣三、○七一、二一一、二九四元整。

四、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盈虧撥補表如下，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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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民國九十四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待彌補虧損 (6,629,958,983)

加：九十四年度稅後虧損 (2,075,447,485)

加：特別股折價 (1,016,680,000)

期末待彌補虧損 (9,722,086,468)

期初預付特別股建設股息 (3,278,241,575)

本期預付特別股建設股息 (3,071,211,294)

期末預付特別股建設股息 (6,349,452,869)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股份表決權、股東提案權及股東表示異議

之議事錄記載方式之修正，爰修正本規則第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一條，並增
列第九條之一，以符法制。

二、另為期周延，一併檢討現行規則內容，修正本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八
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

三、擬具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五。
四、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
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證券交易法於九十五年一月間修正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以及於三月

二十八日發布相關法規命令，擬於章程增訂設置獨立董事之相關條文，增
列第十七條之一，並修正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自願設置證券交
易法所規定之獨立董事。

二、復為因應公司法有關股東會及董事會議事錄得以電子方式製作及分發之變
動，爰於本公司章程增列第十六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以
符法制。

三、另為配合本公司並無副董事長及常務董事之設置，爰刪除本公司章程第十
四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有關副
董事長及常務董事設置相關敘述，以符公司現況。

四、末以，為期周延，一併檢討現行公司章程，修正本公司章程第十條、第十
三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八
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
第三十九條之規定。

五、擬具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六、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及第三十六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證券交易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與本公司章程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並

衡酌目前公司治理實務情形，乃通盤檢討現行「公司治理準則」，其修正
重點如下：
(一)因應公司章程增設獨立董事之相關規定，明訂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設
置、人數、提名、資格審查、選任及議事等規定。

(二)配合新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不採獨立監察人制度，刪除公司治理準則中
有關獨立監察人之規定；至監察人相關規定則以回歸公司法制為原
則。

(三)為落實股東行動主義，納入法定股東常會之會前提案權規定。
(四)鑒於本公司並未設置證券交易法上之審計委員會，為免混淆致生誤
會，將審計委員會名稱修正為「審計稽核委員會」。

(五)另衡酌目前公司治理實務情形，就適法性層面，一併檢討相關規定，
以期周延。

二、擬具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七。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六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
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證券交易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有關增設獨立

董事及其提名之修正規定，增列本辦法第四條，明訂本公司獨立董事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以及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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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期周延，一併檢討現行辦法內容，修正原辦法第二、四、七、八、十一
及十二條之規定。

三、另配合增列本辦法第四條，本辦法之條號、條次均予改列修正。
四、擬具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八。
五、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
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因應九十五年一月六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變更主管機關之規定，並配合本公司推行規章標準化之要求，擬修訂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九。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
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因應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之相關規定，並配合本公司推行規章標準化之要求，擬修訂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二、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
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因應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之相關規定，並配合本公司推行規章標準化之要求，擬修訂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二、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一。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第三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核
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二分正。

附件
附件一　本公司公司治理執行情形報告
附件二　九十四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附件三　九十四年度財務報告
附件四　監察人查核九十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附件五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七　「公司治理準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八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九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十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十一「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3-



附件一 本公司公司治理執行情形報告
壹、背景說明
本公司為建立完善之公司治理制度，以確保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結構、發揮監察人
功能並善盡社會責任，前經2003年5月28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本公司之「公司治理準
則」，並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俾以確立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制度基本架構。嗣後，本公
司陸續開展實施公司治理之相關制度及措施，施行迄今已歷三年，並見初步成效。

貳、推動公司治理之基本準則
鑒於公司治理之推動，原無法律位階之明文規範，本屬企業自治之範疇。本公司經參
考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S&P 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
Criteria,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Sec303A、
Infosys Corporate Governance Report、國內外著名公司之公司治理準則、我國相關
法令、證券交易所章則函令、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公司治理相關資料，並經
2003年及2004年股東常會之決議，訂定及修正本公司之「公司治理準則」，作為本公
司推動良好公司治理制度及落實各項相關治理措施之指導性綱要。

參、本公司推動公司治理制度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目前積極推行公司治理制度，除賡續落實引進獨立董事外，於董事會下設立公
司治理、審計及採購等功能性委員會，並訂定相關章則辦法、及採取具體之公司治理
措施，以落實推動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
一、賡續引進獨立董事
考量董事會之最適規模、股東利益之代表性、BOT事業性質及公司現況，於2004年
5月28日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時，賡續引進獨立董事二人以上及獨立監
察人一人。

二、設立董事會之功能性委員會
董事會為強化管理機能及健全監督功能，依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第5-1-01條
之規定，已於第三屆董事會下設立公司治理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採購委員會等
三個委員會，為董事會之前置預行審議機構，並將視實際需求，循序設立其他功
能性委員會。其中公司治理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係由獨立董事分別擔
任。

三、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之主要任務及職務執行情形（2004年6月∼2006年4月）
(一）董事會
1.組成成員：現有董事十五名。
2.會議次數：計召開三十六次會議。
3.主要任務：
董事會職掌本公司重大財務、業務、營運之決策擬定及管理階層執行之監
督職務，其主要任務如下：
1)審定有效及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2)審定本公司之重要章則。
3)選任、解任及監督重要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及主辦會計人員。
4)審定董事長交議、功能性委員會提報或管理階層提報經董事長交議之議
案。
5)審定本公司之財務目標、管理決策、業務與營運計畫及重要契約。
6)審定本公司之預算、決算。
7)擬定資本增減之議案。
8)審定分支機構之設置、撤銷或變更。
9)監督本公司之營運結果。
10)監督及處理本公司所面臨之風險。
11)確保本公司遵循相關法規。
12)規劃本公司未來發展方向。
13)建立與維持本公司形象及善盡社會責任。
14)選任簽證會計師或律師等外部專家。
15)審定其他依法令、章程、股東會決議或公司治理準則規定應決議事項。
4.職務執行情形：
本公司董事會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股東會決議、以及本公司相關章則之規
定，忠實執行前述主要任務。由於其職務內容甚為繁雜，故不逐一臚列；且
由於各功能性委員會確實發揮預審功能，兼諸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均能發
揮其獨立性及專業性，均有助於董事會議事品質及專業性之提升。

(二）公司治理委員會
1.組成委員：由五名董事組成，並由獨立董事胡定吾先生擔任召集人。
2.會議次數：計召開九次會議。
3.主要任務：（董事會之前置預行審議機構功能）
依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第5-2-02條規定，公司治理委員會之主要任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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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定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資格條件及董事會、委員會之組成。
2)負責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之提名事宜。
3)規劃及評估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之潛在候選人人選。
4)研提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之報酬支給標準。
5)規劃檢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職務執行情形及其報酬支給制度。
6)規劃檢討管理階層執行職務、薪酬支給制度及其執行情形。
7)監督管理階層之繼任規劃。
8)檢討資訊揭露之執行情形。
9)負責公司治理制度之研究分析、執行、規劃建議及公司治理準則暨
相關規章之檢討。
10)負責公司治理制度實施成效之檢討。
11)其他依章程、公司治理準則或董事會決議之職掌。
4.職務執行情形：
公司治理委員會負責獨立董監及功能性委員會成員之提名，董監報酬
支給制度之規劃、公司治理制度之研究分析、以及公司治理制度實施
成效與資訊揭露執行情形之檢討等，其職務執行情形略述如下：
1)向董事會提報第三屆採購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委員（含缺額或增選）
之建議名單。
2)擬訂「公司治理委員會職權規章」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3)審議有關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之責任保險規劃事宜。
4)檢討規劃管理階層績效評估制度及執行情形。

(三）審計委員會
1.組成委員：由三名董事組成，並由獨立董事林振國先生擔任召集人。
2.會議次數：計召開二十八次會議。
3.主要任務：（董事會之前置預行審議機構功能）
依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第5-3-03條規定，審計委員會負責審查、
監督公司財務報告程序及風險控管事項等，其主要任務如下：
1)審查本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及財務報告程序。
2)評估本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
3)審查本公司財務報告之編製是否真實、完整及透明。
4)審查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5)對本公司財務、會計主管及內部稽核人員及其工作進行考核。
6)對本公司之內部控制進行考核。
7)評估、檢查、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
8)檢查本公司遵守法律規範之情形。
9)審查涉及董事利益衝突應迴避表決權行使之交易、關係人交易及有
利益衝突防止必要之交易。
10)審查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是否符合法
令、行政函釋及本公司內部規章。

11)評核簽證會計師之專業性、獨立性及報酬，並提名適任人選。
12)其他依章程、公司治理準則或董事會決議之職掌。
4.職務執行情形：
審計委員會依前述主要任務，審查、監督公司財務報告程序及風險控
管事項，茲將其職務執行情形略述如下：
1)審查本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及盈虧撥補情形。
2)審查各項涉及關係人交易及有利益衝突防止必要之交易。
3)審核本公司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聘任事宜。
4)討論如何加強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自我檢查作業。
5)審查本公司年度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結果及各處級單位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
6)審查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內部控制規章、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等相
關規章之訂定或修正。

(四）採購委員會
1.組成委員：由七名董事組成，並由董事蔡明忠先生擔任召集人。
2.會議次數：計召開七次會議
3.主要任務：（董事會之前置預行審議機構功能）
採購委員會預行審議本公司審標委員會或經理部門依規定應提報董事
會之採購相關議案。但涉及關係人之採購議案，由審計委員會審議。
4.職務執行情形：
採購委員會審查各項工程採購議案成效卓著，透過其嚴密之審標程
序，使公司治理精神更加落實。惟由於採購委員會目前所審議之議案
多為工程採購議案，其職務項目單純，且同質性較高，不予逐一臚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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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採行之公司治理具體措施

（一）訂定公司治理相關規章：

本公司為落實推動公司治理制度，經由各功能性委員會審查並提報董事會

決議訂定或修訂之相關基本規章及管理規章，簡述如下：

1.修訂「公司章程」。

2.修訂「公司治理準則」。

3.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4.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5.訂定及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

6.訂定「公司治理委員會職權規章」。

7.訂定「審計委員會職權規章」及其施行細則。

8.修訂「採購委員會職權規章」。

9.訂定「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10.訂定「道德行為準則」。

11.訂定或修訂其他各類管理規章。

（二）釐訂董事會與管理階層之權責區劃：

本公司參照公司治理制度之精神，規劃有關公司業務決策事項權責之區劃

原則為：董事會原則上就公司「重大營運發展方針」及「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等重大事項負決策責任，所謂重大事項係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

決議及基於個別之公司需求等決定之；其餘事項則儘量授權經理部門決策

並由董事會負監督責任。換言之，董事會之權責屬性分為"決策屬性"及"

監督屬性"兩類，並由董事會善意信賴經理部門之提案。

（三）投保董監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1.投保董監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為落實推行公司治理制度之一環。對公司

本身而言，一方面有利人才之聘任，另一方面可鼓勵人才勇於任事，並

有助於強化公司治理。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本身而言，免

於因執行職務之錯誤或疏失衍生出法律責任之損失負擔，尤其可免於董

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因他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錯誤或疏忽行為

而牽累之法律責任風險。

2.本公司目前董監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為美金1,000萬元。

肆、本公司實施公司治理制度之成效

一、功能性委員會發揮預審功能：

各功能性委員會確依「公司治理準則」規定，審議管理階層之提案並執行相關

職務，積極發揮董事會前置預行審議機構之功能。

二、獨立董監發揮獨立性及專業性：

獨立董事於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議事時，常能適時表達意見，以發揮其獨

立性及專業性，有助於議事效率及決策品質之提升。獨立監察人亦列席董事會

及各功能性委員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並適時陳述意見。

三、管理階層貫徹執行：

管理階層充分瞭解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基本架構及其精神，並遵守本公司相關章

則辦法之規定，以及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執行職務，且恪盡其注意義務。

四、逐步強化資訊揭露：

為提供本公司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有關公司治理之資訊平台，本公司除依法於政

府設置之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newmops.tse.com.tw）予以揭露外，

並於公司外部網站（網址：http://www.thsrc.com.tw）及本公司電子報公布相

關公司治理資訊，以強化資訊之透明度。

伍、結語

鑒於本公司推行公司治理制度已見成效，且獨立董事亦已逐步發揮本公司「公司治

理準則」所定之各項功能，為因應證券交易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分別於2006年1月11

日修正公布及同年3月28日訂定發布，將部分公司治理制度予以法制化，本公司未來

除仍著重於功能性委員會及獨立董事功能之持續發揮外，將本企業自治原則重新檢

討公司治理制度法制化後之公司治理基本架構，以逐步落實各項公司治理機制，使

本公司成為符合國際標準且為國內企業公司治理方面之指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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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營營業業報報告告

一、本公司目前仍處興建期（創業期間），尚未正式營運，故無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

二、營業費用：九十四年度營業費用新台幣 1,853,807千元。

三、營業外收入：九十四年度營業外收入新台幣 146,808千元，其中利息收入新台幣

61,654千元，處分投資收益新台幣 34,134千元，兌換淨益49,823千元。

四、營業外支出：九十四年度營業外支出新台幣 368,448千元，其中利息費用234,367千

元，賠償損失新台幣105,466千元。

五、本期淨損：本期淨損新台幣 2,075,447千元。

六、九十四年度本公司購置固定資產價款為新台幣66,783,942千元，累計金額為新台幣

351,865,322千元。

回回顧顧與與展展望望

鑒於高鐵計畫涵蓋範圍之龐大，影響層面之深遠，高鐵計畫的執行顯得格外引人注

目，如何掌握國內外政經局勢的脈動，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制度及避險措施，以因應高

度變動且充滿不確定因素的總體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一直是高鐵計畫執行過程中的一項

高難度挑戰，也考驗著高鐵執行團隊的決心。高鐵工程興建期已進入最後階段，雖然面

對外界對於高鐵計畫執行過程的質疑與考驗，然綜觀高鐵計畫在九十四年的歷程，仍展

現出高鐵團隊對執行高鐵計畫的決心與毅力。

除全線土建工程及軌道工程已全部完工，車站工程及基地工程之完工程度業已達九

成以上之外，專為台灣高速鐵路所製造之700T型總計30組列車不僅於94年度全數運抵台

灣，更於94年10月底首次成功測試達到最高試車時速315公里，寫下高鐵興建期最重要的

里程碑。核心機電承商現已展開一連串的試車工作，高鐵計畫即將由興建期邁入營運期

階段，計畫執行的實質成果有目共睹。

綜觀這一年來的重大工作，茲分興建工程、財務管理、營運規劃及行銷規劃等方面

分述如下：

興興建建工工程程方方面面 --

在興建工程方面，依修正後之高鐵計畫主計畫時程持續辦理各項興建工程。土木及軌道

工程施工已完成，並進入瑕疵改善期作業；車站工程及基地廠房建築工程施工接近完

成；核心機電系統工程之設計、製造與安裝作業亦已接近完成，並逐漸進入系統整合測

試作業階段。截至九十四年十二月底，整體高鐵工程實質總進度已達92.76%。

一、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施工已全部完成，高鐵局竣工監查作業亦已完成。

二、核心機電系統工程

(1)已完成30組列車之設計及製造，並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全部運抵高鐵燕巢總機廠進

行各項檢查及動態運轉測試。

(2)全線九座主變電站均已完成161KV超高壓授電。

(3)已完成南部試車線各子系統設備之安裝與測試，並配合辦理列車動態測試；測試

速度已於九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提升至300 km/h，並於九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達成

315 km/h之運轉測試。

(4)全線沿線機電、架空線供電及通信等各子系統均已安裝接近完成，系統整合測試

作業積極進行中。

(5)桃園車站行控中心號誌系統設備安裝完成。



三、軌道工程
(1)高鐵全線軌道之安裝與測試已完成，正製作竣工文件。
(2)配合列車動態測試持續進行必要之檢測、維修及監測。

四、基地工程
(1)高鐵總機廠、左營基地及烏日基地廠房建築工程施工已大體完成。
(2)六家基地廠房建築工程施工進度已完成約75％。
(3)基地各項設備之採購與安裝測試作業持續進行。

五、車站工程
(1)板橋車站修建工程已完成；台北車站修建工程持續進行。
(2)高鐵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及左營等車站之主要建築物均已完成，並大
部分已獲發使用執照，目前各車站區景觀及雜項收尾作業進行中。

財財務務管管理理方方面面 --

為因應九十四年高鐵計畫資金需求，本公司於九十四年順利發行丙(八)種特別股
645,900,000股與丙(九)種特別股806,500,000股，致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到新台幣
1,051.01億元。此外，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申請動用聯合授信額度合計463億元用以支應資
金所需。由於上述適當的資金規劃，九十四年度本公司取得資金可完全支應全年度工程
付款所需。

九十五年是高鐵工程的興建完工期，興建期最後階段之資金需求，本公司計畫辦理
新聯合授信案支應，將可充分供應興建高鐵所需資金，順利邁入B-O-T第二階段營運期。

營營運運規規劃劃方方面面 --

為因應高鐵通車營運需要，目前已依計畫陸續辦理完成列車運轉、行車控制、服勤
整備、訂位票務、旅客服務、車站維護、營運安全等相關業務推動及規章訂定作業。

依業務發展需要，已完成部門組織調整與人力發展規劃作業，並依計畫時程陸續晉
用相關人員。對於新進及各類運務人員，亦已依業務需要陸續辦理相關基礎及專業訓練
課程，以及辦理核心機電、車站建築、自動收費系統及相關營運資訊系統等相關作業，
以確保人員、設施及系統安全運轉。

行行銷銷規規劃劃方方面面 --

為符合營運服務需要，正積極建立行銷制度與作業程序，整合各項行銷策略，並藉
由擴大公共運輸市場需求，開發高鐵自有品牌商品，發展企業識別及相關應用，以塑造
良好之高鐵服務及品牌形象。

展望未來，本公司除了持續進行高鐵通車之各項測試與安全工作外，亦積極進行營
運準備工作，逐步建立營運體系，為九十五年十月底的通車做好萬全準備，提供旅客安
全、準時、舒適、便捷的鐵路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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